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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設有政策研究室。黨政兩類政策研究室的功

能主要是根據國家現實需要和長遠需要，開展政

策性研究，並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研究報告，一般不

研究純理論問題。

中央政策研究室與國務院研究室和研究中心

的研究內容各有側重：中

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國共

產黨最高的智囊機構，是

中央直屬機關，主要是跟

蹤和滙集資訊，分析和整

理關於全國政治、經濟形

勢、黨建和思想理論等重

要資訊，向中央提供建議

和諮詢，同時還承辦黨中

央交辦的其他事項。國務

院研究室承擔國家綜合

性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

任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國務院直屬的政策

研究和諮詢機構，主要研究關於社會發展、國民經

濟和改革開放中關於全域性、長期性、綜合性和戰

略性問題，向黨中央和國務院提供政策建議。從地

位上講，中央政策研究室地位高一些，政治性更

鮮明一些；從專業上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

較多，更加注重學理性和科學性。

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除了關注黨和

國家的大政方針以外，主要針對本省（自治區、直

轄市）市縣的實際問題，開展針對性的對策研究。

黨委和政府智庫的主要特點是人員較多，能

夠緊密聯繫現實政策，研究經費比較充足，但有兩

點不足：一是除國務院研究室和研究中心專家較

多以外，其他研究室的專家不是太多，客觀上影響

決策的科學性；二是由於受行政管理體制以及官

論智庫人才的開發
■ 薛永武

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智庫（Think Tank，或稱思想庫）是現代社會
治理和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手段和組織元素，越

來越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我國的社會發展

需要大批高素質的智庫人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智庫作為國家軟實力和

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

成部分，成為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

化的重要力量。」 [1]但由

於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影

響，我國智庫人才隊伍建

設還比較滯後，遠不能滿

足社會對智庫人才的迫

切需要。因此，建設具有

參政議政能力和富有遠

見卓識的高素質智庫隊

伍，這是實施人才強國戰

略的重要任務。

一、我國智庫的主要類型

我國智庫的數量看似很多，但名副其實的並

不是太多，許多部門雖然也具有一定的智庫功能，

但並非學理意義上的智庫。就整體而言，我國的智

庫類型主要有黨政系統智庫、事業單位智庫和民

間智庫三大類。根據中國人事科學研究報告（2016
年卷上冊）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擁有各級各類智

庫機構約2400家，其中官方性質的智庫機構約有
1500家，高校智庫700餘家，民間智庫200家左右。

（一）黨政部門智庫

黨政部門智庫是指各級縣市級以上黨委和政

府設置的政策研究室之類的機構。中央委員會、

國務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黨委和政

摘 要：本文在梳理我國智庫主要類型的基礎
上，在肯定我國智庫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指出我

國智庫建設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對我國智庫人

才需要具備的素質和能力進行了多角度的分析，

提出政府要高度重視智庫人才隊伍建設的具體

思路和方法。

關鍵詞：智庫類型；智庫人才；智庫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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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的影響，研究室的專家有時缺乏相對的獨立

思考，難以保障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和客觀性，可能

會影響研究報告的科學性。

（二）事業單位智庫

事業單位智庫主要包括兩大類：第一類是國

家級的科研機構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的研

究機構。國家層面的主要是兩大院：中國科學院和

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兩大院內部設有很多研究所，

有很多著名專家。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還設有

社會科學研究院或科學院，有的省份還設有很多

行業性的科學院或其他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方面研究基礎理論和科研創

新等學術問題，一方面根據國家需要研究現實問

題，並提出建設性的研究報告，供中央、國務院以

及國家各部委局決策參考。各省（自治區、直轄市）

和地級市的研究機構既研究基礎理論和一般學術

問題，也圍繞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本市的發

展需要，研究實際問題，向政府提交研究報告。另

外，國家各部委局內部有的也設置相應的研究機

構。事業單位上述科研機構的優勢是比較專業，專

家學者較多，經費相對充足，但受體制的影響，有

的研究機構難以保障研究的相對獨立性、客觀性

和科學性。

第二類是高校研究機構。在高校研究機構中，

既有學校和院系自設機構，也有國家各部委和地

方黨委政府在高校設置的研究機構。總體而言，大

學的研究機構比較側重於學術理論研究，有時也

會提交具有建設性的研究報告，但政府和學校對

研究報告的重視程度還不夠。高校智庫的優勢是

基礎理論比較紮實，人員眾多，但存在兩大問題：

一是理論上講，全國高校教師通過教學科研，可以

對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真知灼見，但實際上很多學

者往往缺乏參政議政的有效途徑，因此難以發揮

應有的作用；二是高校科研機構經費不足，其中國

家部委局和地方黨政機構在高校設置的研究機構

有的只掛牌子，沒有經費；而高校內部自設的研究

機構大多不是實體性的，沒有單獨編制，沒有固定

人員，也沒有經費，是典型的「三無」機構，這在客

觀上必然影響對策性研究。

（三）社會民間智庫

民間智庫是指由社會資金設置的研究機構，

為政府或其他客戶提供決策諮詢服務，相對於體

制內智庫或官方智庫而言，民間智庫是「體制外智

庫」或者社會智庫，具有身份獨立、財務獨立、運

作獨立和學術中立等特點。

民間智庫具有多元性、靈活性和開放性的特

點，為我國政府決策提出很多建設性的研究報

告。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民間智庫開端於20世紀
80年代中後期，唐磊認為，我們可以將1986年認定
為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的「元年」。「1986年7月21日，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

在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做了《決策民主

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

報告，相當於吹響了加強新時期政策研究和智庫

建設的第一輪號角。」[2]實際上，市場經濟促進政

府職能的轉變，也促進民間智庫的發展，黨的十四

大以後，民間智庫開始走向快速發展的軌道，十六

大以後逐步進入穩定的發展期。[3]

目前，在我國民間智庫中，中國與全球化智庫

各項建設率先垂範。該智庫秉承「以全球視野為中

國建言，以中國智慧為全球獻策」的宗旨，[4]致力

於中國的全球化戰略、人才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

等領域的研究。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

究項目發佈的國際上最權威的《全球智庫報告

2015》，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位列全球頂級
智庫排行榜第110位；中國頂級智庫排行榜第7位，
居中國頂級智庫中社會智庫首位；入選全球最佳

獨立智庫榜單，也是全球最值得關注的前50家智
庫之一。該智庫是中國領先的國際化智庫，是國內

最大的社會智庫之一。另外，方迪智庫為了增加研

究力量，從智庫外部聘請了60多位知名專家，形成
小機構、大網路的研究團隊；華夏新供給經濟學

研究院注重打造平台型智庫，推出「中國新供給經

濟學50人論壇」和「中國養老金融50人論壇」兩個
重要的人才集聚平台，滙集了兩個領域100多位有
影響力的專家學者。[5]

此外，從國家層面來看，我國八個民主黨派實

際上也能夠發揮智庫的作用。民主黨派是中國大

陸中國共產黨以外八個參政黨的統稱，包括中國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

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

黨、九三學社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共產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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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

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與

多黨合作制的政治格局下，為了國家發展和民族振

興，各民族黨派應該在參政議政的過程中充分發

揮高端智庫作用。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我國民主

黨派參政議政的功能還沒完全釋放出來，尚有待

於繼續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二、智庫人才需要具備的素質和能

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

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

諮詢制度」，把智庫建設提到戰略高度。智庫是實

施人才強國戰略必須重點加強建設的戰略性人才

資源，是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能夠提出戰略決策

意見的高端人才。因此，加強高端智庫人才隊伍建

設，對於我國進行科學的戰略決策，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義。

（一）智庫人才應該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智庫人才要站在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從

時代的高度出發，以中華民族振興為目的，通過高

瞻遠矚，既要敢於針砭時弊，又要放眼未來的光明

與希望，逐漸形成遠見卓識，提出卓有成效的建設

性意見。

智庫是國家決策的智囊和思想庫，其意見和

建議是否科學正確，將會直接影響黨和國家的決

策。智庫人才應該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要深

入調研，嚴謹議政，做真正的公共知識份子，不做

被社會譏諷的「偽公知」「叫獸」和「磚家」。這類

「偽公知」「叫獸」和「磚家」雖然人數不多，但

影響和危害極大，客觀上損害了教授和專家的形

象，甚至可能影響黨和政府的正確決策。

智庫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高端人才，只有具備

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擁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才能站

在社會發展進步的高度，克服個人利害的局限性，

超越具體職業、區域和階層等思維視野的局限，為

國家的改革和繁榮富強，提出真知灼見，真正為國

家的發展提供高端的智力支援。

從人才開發的角度來看，智庫人才具有強烈

的社會責任感，才能「激發人才自我成就的內生動

力……報效國家、服務人民的理想，艱苦奮鬥、勇

攀高峰、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精神，是任何一個

社會良才成長成就的必要條件」。[6]因此，智庫人

才應該富有歷史使命感，先天下之憂而憂，勇於擔

當社會責任。

（二）智庫人才應該具備山型的知識結構與能力

結構

智庫人才要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也要具

有山型人才的知識結構與能力結構，才能在融會

貫通中形成創新的穿透力，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新

對策。

山型人才具有複合優化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

構，是人才比較理想的內在結構。從智庫人才的角

度來看，專家研究領域如果太窄，容易坐井觀天，

成為井底之蛙，就很難把握全域。從學科研究的

角度來看，大多數學者長期在一個二級學科甚至

三級學科內教學和科研，缺乏跨界整合和思域融

通的能力；從思維創新和產品創新的角度來看，

「各類要素互相交叉、協同、分享，帶來整合和溢

出效應，形成了跨界融合，源源不斷催生更多新創

意、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7]從邏輯

的觀點來看，專家如果沒有宏觀視野，思維就不可

能融會貫通，解決問題時就容易只見仁或只見智，

沒有既見仁又見智的思維系統性，就容易導致顧

此失彼。我國1957年反右擴大化，1958年大躍進，
1966年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以來的決策失誤等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決策者和一些專家缺乏優

化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不無關係。

因此，要加強智庫人才建設，學者自身要拓

寬學術視野，敢於打破學科壁壘，通過跨學科的

交叉滲透融合，努力打通各種相關學科直接和間

接的聯繫，對各種需要掌握的知識和原理融會貫

通，把知識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才能夠實現

知識和能力的橫座標與縱座標的立體交叉滲透融

合，才能歷練出真正的火眼金睛和真知灼見。

（三）智庫人才應該具備全球視野

從全球化發展的歷史要求來看，我國智庫人

才的數量和品質與社會需要相比，還有很大的差

距。為了擴展視野的系統性和整體性，智庫專家應

該站在全球化的歷時性與共時性交叉的維度，從

我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通過對全球視野的系統



社
會
關
懷

薛
永
武
：
論
智
庫
人
才
的
開
發

１０５

性整體把握，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提供前

瞻性的智慧。

智庫人才要有全球視野，對世界各國尤其是

一些主要國家的歷史、政治、法律、經濟、文化、外

交、社會、民族性格、社會心理和價值取向等重要

問題，做到胸有成竹，在認清各種複雜現象和深層

原因的基礎上，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時

既要見仁，又要見智，力求做到思維的客觀性、整

體性、全面性和系統性。

智庫人才要具有全球的視野，一要了解我國

的歷史和國情，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點和本質

內涵，特別是要深入了解我國社會轉型期各種錯

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尤其要審時度勢地把握改革

進入深水區已經出現或者可能出現的各種實際問

題；二要了解世界性的一些相關公約等相關規定；

三要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世界

各國之間直接和間接的關係，正確理解民族性與

世界性的辯證關係，在廣泛汲取民族智慧與世界

智慧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科學的方法。

（四）智庫人才應該具備全球化思維

智庫人才不僅要具有全球的視野，而且還應

該拓展全球化思維，更好地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

中發揮智庫的作用。

「全球化」是改革開放以來非常時尚的一個

詞語，但很多學者並不完全理解全球化的內涵。

從語言概念的角度來看，「全球」是指整個世界；

「化」，是改造和變化的意思。「全球化」的意思就

是指按照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願望改造世界的

歷史過程。很顯然，全球化不是西化，不是單邊主

義，更不是美國化，我們應該以積極進取的態度，

在全球化過程中發揮我們的積極作用。

全球化總體上符合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體

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命運共

同體在互動共生中的彰顯。在全球化過程當中，

世界各國通過主動自覺的交流，資訊共用，文化共

用，資源分享，人才共用，智慧共用，促進世界各國

共同發展。智庫人才應該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

度出發，充分了解全球化的內涵和外延，把握全球

化過程中的科學化、民主化、共生化和共用化。

中國在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中，智庫人才的建

議對策既要體現中國特色，又要自覺地通過中國

特色蘊含出人類的可共用性，因為全球化不只是

純粹的經濟全球化，而是通過世界各國之間的相

互交流、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逐步實現文化全球

化和文明全球化，即通過文化和文明的傳播交流，

各國各民族之間在文化的融合中互相促進，產生

積極的共生效應，實現多元發展、多元共用和多元

共贏。

在把握全球化思維進行智庫研究時，我們還

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辯證關

係。筆者在《高校智庫人才的角色塑造》一文中曾

經指出：「廣義的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所具有的

民族屬性，包括該民族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

情習俗、價值觀與外在形式的統一；狹義的民族

性，是指有利於該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民族屬性，即

科學的思維方式、文明的生活方式和風情習俗及其

正確的價值觀與外在形式的統一。世界性是指世

界各國各民族在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情習俗和

價值觀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人類共同性。民族性

與世界性不是對立統一，而是具體與抽象、個別與

一般、個性與共性、局部與整體的統一。只有那些

有利於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先進的、文明的與科學

的民族文化才能走向世界。」[8]

民族化是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統一，也是民族

文化與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時代產物。因此，我們

在理解全球化思維時，應該在歷時性與共時性的

融合統一中，正確認識中國特色、本土化與世界性

的關係，既要避免一葉障目和坐井觀天，又要文化

自信，從根本上克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維方式。

（五）智庫人才應該具備思域融通的能力

筆者在研究海洋強國戰略時，最早提出「思域

融通」的概念，[9]認為實施海洋強國戰略需要思域

融通能力。「思域」是指思維和思想的領域。「思

域融通」是指在思維和思想的領域達到融會貫通

的境界，也是融會貫通在思維和思想領域的具體

體現。智庫人才只有具備思域融通的能力，才能避

免思維的遮蔽性和片面性，才能提出卓有成效的

創新性建議。

智庫人才應該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思域融

通的智慧。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歸因在於中國古

代的開放性思維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體現了

思維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統一，具有思域融通的



二○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６

巨大靈通性和包容性。中國傳統文化思域融通，

既有「天人合一」的哲學智慧，也有「天下為公」與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既有「以人

為本」與「民惟邦本」的治國理念，也有「載舟覆

舟」與「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既有「止戈為武」

「協和萬邦」的和平思想，也有「海納百川、有容

乃大」的博大胸懷；既有「精騖八極」的思維廣度，

又有「心遊萬仞」的思維高度；既有「與人為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生哲學，也有「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取精神與整體思維。上述思

想的深刻性與豐富性，充分蘊含了思域融通的思

維內涵，為文化自信和在文化發展創新中尋找新的

生長點提供了思維動力。因此，智庫人才應該從中

國古代思域融通的智慧中獲得啟迪，為激發創新

智慧獲得理論動力。

智庫人才要培養思域融通的能力，既要注重

想像力的開發，又要注重培養優良的邏輯思維能

力，按照科學的精神和現實的需要，用邏輯思維把

無限的空間想像力交織起來，形成統攝全域的思

維立體系統。

（六）智庫人才應該具有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和

方法

智庫專家面對各種複雜紛紜的社會矛盾，要

具有預測問題、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

思路和方法，為政府科學決策和科學管理提出可

行性的建議與對策。

智庫人才應該具有科學和嚴謹的態度，以聰

明和睿智形成新的思想，為國家治理提出行之有

效的建議與對策，為社會發展進步引路導航。但

是，我國智庫人才由於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就整體

而言，提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的前瞻能力還

普遍不高，未能更好地發揮智庫應有的作用，「研

究人員的戰略預測能力、深入調研能力、數據分析

能力、專案獲取能力、對外傳播能力不強，國際交

往能力較為滯後。」 [10]智庫人才為了提高決策能

力，原則上應該掌握解決問題的如下思路：

第一，了解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目前需要解

決的問題有哪些，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在邏輯上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還是多因一果，

抑或多因多果。

第二，認識這些現實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和危

害性，讓政府部門認識解決這些問題的必要性、

重要性和緊迫性。

第三，對於擬解決的問題，要分清輕重緩急

和主次關係，哪些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哪些是不

急於解決但又是必須解決的。力求做到先主後次，

先急後緩，循序漸進，有條不紊。

第四，明確解決問題的主體。如果是多主體，

還要理清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

第五，明確解決問題的時間節點和具體解決

思路，設計解決問題的最優化方案，規劃解決問

題的「路線圖」。

第六，設計對解決問題的跟蹤評價環節，預

測解決問題以後可能引發的其他問題，注意牽一

髮動全身的溢出效應甚至是蝴蝶效應，做好全方

位的防範工作。

智庫人才在提出解決方案時，還要注意擬解

決的是歷史遺留的複雜問題，還是當前社會突發

的社會事件。對於前者，要特別注意矛盾和問題的

盤根錯節，即使面對一團亂麻的複雜矛盾，也要

善於冷靜化解，處變不驚，學會標本兼治的思維方

式；對於後者，應根據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

原則，先急後緩，在防患於未然的前提下，盡可能

把問題解決於萌芽狀態，以防事態擴大。

三、政府要高度重視智庫人才隊伍

建設

智庫要創造出智慧，離不開智庫人才主客觀

兩方面的因素。除了個人的主觀努力以外，政府還

需要做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一）高度重視智庫隊伍建設

智庫是政府決策的智囊和參謀部，擔負著非

常重要的使命。政府只有高度重視智庫隊伍建設，

才能不斷提高智庫參政議政的能力。但遺憾的

是，我們在智庫建設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對智

庫的本質內涵理解不夠，比如在黨政系列的智庫

隊伍中，由於體制的束縛和官本位思想的影響，有

些智庫專家可能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對問題有

時難以做出相對獨立的判斷，從而導致所提的議

案缺乏科學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首先，為了重視智庫建設，政府應該加大對智

庫人才教育培訓的力度。教育培訓的重點，應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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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智庫的國際化視野，在全球化中把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現代化，在歷時性

與共時性的交叉中實現視域與思域的雙重融通，

克服一葉障目、坐井觀天的思維遮蔽性；通過認真

學習和領會中央的文件精神，通過調查研究和深

入思考，依靠各種科學的原理和方法，向黨和政府

提交真知灼見的研究報告。

其次，要通過政府機關與事業單位之間「旋

轉門」的流轉方式，通過多崗位的職業訓練，一方

面豐富相關人員的實踐經驗，使其充分了解國情、

不同崗位職責和諸多現實狀況；另一方面，通過雙

向交流、多向交流、掛職鍛煉、國情調研等途徑，

推薦專家學者到相關部委掛職或任職，或者到基

層一線蹲點調研，實現學術型人才向智庫型人才

的科學轉型。此外，政府應該鼓勵退居二線或者

退休的領導幹部參與智庫研究，這些領導幹部具

有豐富的管理經驗，「無官一身輕」，沒有職務升

遷的顧慮，在研究問題時能夠在較大程度上超越

利害關係。

再次，政府要採取有效措施，注重智庫專家團

隊年齡、性別、個性、學緣背景、人生閱歷和工作

經歷、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等多方面的優化組合，

實現頭腦智慧的共生效應。對於黨和政府關心的

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一般需要團隊集體攻關；對

於一般的社會問題和局部問題，也要鼓勵和支持

個人單兵作戰、各自為戰的獨創能力，不能為了團

隊而疏忽甚至壓抑個人獨特創造的智慧。

（二）建立不拘一格的選才機制

加強智庫建設，應該建立不拘一格的選才機

制。「在目前中國崛起的世界背景下，中國急需一

批影響世界話語權、傳播中國思想力量的國際化

智庫，然而，研究領域和視角的狹窄，使得國內智

庫更談不上人才隊伍的國際化和傳播途徑的國際

化。」[11]我們如果選才視野有局限性，就很難得天

下英才而用之。

美國是現代智庫的發源地，擁有智庫的數量

和品質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美國能夠長期雄霸

世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重視人才戰略，尤其重

視智庫建設。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

專案(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2016》，
美國擁有智庫1835家，智庫數量名列全球第一；其

中6家智庫入選全球十大智庫，智庫發展水準也佔
據絕對領先地位。 [12]美國許多智庫圍繞人才的

「選、用、育、留」，創新人才選用方式，不拘一格

選拔智庫人才。美國這種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

鑒。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關鍵在於如何吸引和集

聚人才，充分發揮智庫人才的作用。要堅持黨管人

才原則，遵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人才成長

規律。「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可以讓各類人才在大

浪淘沙的市場環境中，實現競爭擇優、優勝劣汰，

滿足供求平衡、體現人生價值，也使得人才工作在

推動經濟社會轉型中，更具靈活性、效率性和可持

續性。」[13]但在選擇智庫專家方面，有的省份竟然

規定55歲以下的在職者才能申報智庫專家，而退
休專家可60-70歲仍然可以申報。這一規定把55歲
以上的在職專家排斥在智庫專家範圍之外，顯然

違背了科學的用人原則。

（三）建立科學的人才評價機制

科學的人才評價對於評價物件具有重要的激

勵作用。智庫人才是一種特殊的高級複合型專家，

健全考核評價機制對於建設智庫隊伍非常重要。

根據中央精神，要著力改變現有唯論文、唯職稱、

唯學歷的人才評價方式。這種改變尤其適用於對

智庫人才的評價，即評價智庫人才最重要的就是

考核其對策性研究成果的水準，而不是論文、職

稱、學歷和獎項。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

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國工程院在2018年10月已經
聯合發佈《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職稱、唯學

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這對於正確評價

智庫人才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在考核評價智庫人才時，政府應該重視應用

對策研究的社會價值，酌情加大對策建議研究成

果的評價權重。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智庫專家進

行對策性研究，前提是自身必須具有較高的理論

素養和創新能力，所提交的對策方案是在科學理

論指導下的創造性研究成果，能夠體現理論與實

踐的結合，具有實踐性品格，能夠實現良好的社

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智庫人才是一種特殊的高級人才，評價智庫

人才既要考量應用研究成果的品質，又要注意彈

性評價，要通過科學的評價，進一步激發智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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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不能簡單量化管理

和剛性管理。

（四）加強對智庫人才的科學管理

在加強智庫建設方面，政府要加強對智庫人

才的科學管理，既要在政治上保障智庫研究的方

向性和先進性，又要給予智庫人才研究對策足夠

的自由，從解放人才的高度出發，解放智庫人才的

思想和創造力。

首先，政府要構建集聚優秀人才的研究平台，

不僅要有一批多元學科背景、高度國際化和高水

準的核心智庫團隊，而且還要通過建立智庫專家

庫的模式，吸納來自各領域老中青三代相結合的

優秀人才資源，為智庫專家產生頭腦風暴提供良

好的組織保障和人文環境。

其次，堅持正確的智庫方向，破除管理弊端，

要從機制體制上解放智庫人才生產力。解放智庫

人才生產力，要釋放智庫人才的活力，尤其是思

想的創造力，即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

在支持黨政部門的智庫建設方面，上級黨委和政

府要給予政策研究室財政支持，在思想上給予鬆

綁，鼓勵政策研究室積極開展智庫創造性工作，

充分發揮政策研究室思想庫的參謀顧問作用，而

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員的辦法管理智庫人才，也不

能僅僅把政策研究室視為下屬職能部門，甚至視

為解讀和闡釋政策的傳聲筒。

再次，政府應該加大對智庫建設的經費支

持。根據調研，一些黨政部門在高校設置的研究

機構大多沒有經費，客觀上無法保障這些機構研

究的基本需要。政府要加大對黨政部門智庫、事

業單位和民間智庫的經費支持，除了按照計劃給

予撥款以外，還可以通過課題委託的方式，鼓勵

和支援事業單位和民間智庫開展智庫研究工作。

綜上可見，我國智庫數量眾多，但與美國的智

庫相比，與我國社會的需要相比，還有很大的提

升空間，需要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特別需

要注意的是，智庫專家是特殊的高級複合型人才，

智庫隊伍建設一方面需要智庫人才自身的高標準

嚴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採取有效措施，加大

對智庫人才建設的力度，完善智庫人才的選拔和

評價等機制，真正做到聚天下智慧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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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 
Talents

Xue Yongwu(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main type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while affirming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currently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hink tank talents in Chin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ideas and method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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